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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安全#不只是网络的安全

想到与做到

王石川

($)*
! ! ! ! 由中央网信办和上海市人民
政府指导. 上 海 网 信 办 主 办 的
%#$%. 年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$
主论坛日前在上海举行* 与会人士
认为"网络信息技术革命深刻改变
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"带来的网
络安全风险和挑战也不断增大*
好在"网络安全法已于今年 !
月 % 日施行* 作为我国第一部全
面规范网络空间安全管理的基础
性法律"网络安全法的施行"意味
着从网络空间治理" 到网络信息
传播秩序规范" 再到网络犯罪惩
治"从此有法可依"也为公民个人
信息保驾护航"受到好评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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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! ! !大气"又接地气# $
%为祖国骄傲" 为五年点
赞& $中共中央宣传部'中
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六集
电视纪录片 (辉煌中国)"
甫一播出就获得许多观众
追捧"引来收视热潮*
(辉煌中国)讲述了 !"
个故事" 观察了 #"$ 个成
就点位" 采访了 %$& 个人
物" 呈现了 #$$ 组国家成
就数据++" 其中有这样
一个故事, 甘肃陇西盛产
中药材黄芪" 但运输却只
能走公路- 兰渝铁路通车
后" 让运输费用降到原来的
一半*这条铁路"孙中山先生
(建国方略) 中就曾构想过"
但因为技术难度大" 一直未
能建成*最近五年"投入的增
加.技术的进步"终于圆了沿
线群众的铁路梦*
这部纪录片的拍摄"
筹集了逾万条案例线索.
照片.短视频* 可以说"正
是亿万人生活的变化"%众
筹$ 起了五年来最精彩的 %中国故
事$"展现了五年来最震撼的%辉煌中
国$*移动支付.共享单车.大数据.云
计算++源于创新热情的激发-京津
冀一体化. 长江经济带. 雄安新区
++展示中国智慧的区域方案-库布
其的沙漠造林" 大兴安岭的密林"华
北大地的上空++呈现矢志不渝的
绿色追求-%一带一路$ 建设. 北京
'()* 会议. 杭州 +#$ 峰会++开
放让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
中心"获得感幸福感满满当当* 发展
理念的变革"展示在镜头中.画面里"
更写在 ,!$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"刻印
在 %- 亿中国人的心底*
从纪录片里壮观震撼的航拍现
场到生动热络的生活现场. 激动人
心的生产现场" 事实证明了 %有质
量.有效益.没水分.可持续的增长$
是可以做到的"证明了%既看速度.
也看增量.更看质量的发展$是可以
实现的*破解时代难题的治本之策"
增强竞争动力的战略指引" 厚植自
身优势的必由道路" 新发展理念应
成为长期坚持的指挥棒和航标灯*
, 月 #% 日"时速 -"$ 公里的%复
兴号$正式上路奔跑*中国"这个世界
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"也正朝着全面
小康的梦想最后冲刺* 蓝图"为人民
而绘就-梦想"靠人民来实现* （洪乐
风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）

网络安全不只是网络的安全"
也不只是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"没
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* 网络
空间主权是陆.海.空.天之外的国
家第五大主权空间"已被世人达成
共识* 网络空间主权直接关乎国家
的网络安全水平"国家安全法以法
律的形式明确了%维护国家网络空
间主权$*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"%虽
然互联网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征"
但每一个国家在信息领域的主权
权益都不应受到侵犯"互联网技术
再发展也不能侵犯他国的信息主
权*$由此可言"维护网络安全"就是
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的安全*
在 #$%/ 年 / 月 %" 日的国家
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" 习近
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必须坚持 %总

体国家安全观$"所要构建的国家
安全体系包括 %% 种安全"分别是
政治安全.国土安全.军事安全.
经济安全.文化安全.社会安全.
科技安全.信息安全.生态安全.
资源安全. 核安全* 没有信息安
全"其他安全就毫无保障*
网络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
喻"但是我们捍卫网络安全的能力
如何/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"
核心技术是网络安全最大的 %命
门$"要维护网络安全"必须打好核
心技术攻坚战* 但毋庸讳言"如果
我们的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"
供应链的%命门$掌握在别人手里"
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"
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"甚
至会不堪一击* 如何改变/ 必须突

破核心技术这个难题"争取在某些
领域.某些方面实现%弯道超车$*
归根结底"需要%聚天下英才而用
之$* 故此"捍卫网络安全的重要前
提"就是在人才培养.人才引进上
舍得下功夫"尽快掌握核心技术*
从网络大国到网络强国"没
有核心技术不行-建设网络强国"
没有网络安全不行* 以网络安全
宣传周为契机" 动员全社会一起
关注网络安全" 更需集结国家力
量聚焦于互联网核心技术创新.
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互联网
产品* %十三五$ 规划纲要提出,
%集中力量突破信息管理.信息保
护. 安全审查和基础支撑关键技
术"提高自主保障能力* $关键技
术在手"网络安全更有保证*

智能抓取的信息推送应适可而止
$%&'
! ! ! ! 大数据时代"网络信息推送也
越来越精准化和个性化* 不少人都
有这样的体会,只要在购物网站上
点击浏览过某个商品"就会频频收
到同类商品的推送-而在浏览新闻
时经常点开的内容"也会不断收到
新闻 '(( 推送的类似信息*
科技改变生活* 通过精密算
法和先进数据抓取技术实现的内
容推送已经改变了我们获取信息
的方式* 智能化的信息推送可以
快速完成用户与信息的精确匹
配"大大降低获取信息成本"为生
活带来便利"满足了人们多元化.
个性化的信息需求*
但也要看到" 技术进步会引
发创新"也会带来消极的影响* 对
个人而言" 智能化的信息分发模
式把许多人困在 %信息的茧房$*
我们会轻易过滤掉不熟悉. 不认
同的信息"只看想看的"只听想听
的" 最终可能会在不断重复中强
化固有的偏见和喜好" 难以接受
不同的观点"也失去了探索未知.
创造不同可能性的机会* 对社会
而言" 每个人无法接收不同的观
点"可能进一步缩减开放.包容的
公共空间" 从而失去在争议中达
成共识的机会* 对智能平台而言"

!"#
! ! ! ! 最近" 新 零 售 的 概 念 火 了 *
#$%! 年年底"美国亚马逊公司推出
新型概念店 '01234 +3"主打无人
超市* 国内阿里巴巴去年起打造盒
马鲜生.天猫超市.天猫体验馆"同
时入股银泰.联华超市等实体商家*
而诸如 %淘咖啡$%缤果盒子$%5" 未
来商店$等各类%无人超市$也在国
内近%$ 座城市迅速铺开++
一场从线上转向线下的零售
之战"已经悄然打响* 据互联网研
究机构艾瑞咨询发布的一份报告
显示"#$%. 年中国无人零售商店交
易额预计达 -&,6/ 亿元人民币"未
来 " 年无人零售商店将会迎来发
展红利期" 预计增长率非常可观*
抢占这块市场蛋糕"无疑需要强大
的技术支持做后盾.城市人口密集
地区的人口红利做基础"更重要的

+,-.

内容上过度追求 %眼球新闻$"会
导致不良信息泛滥"走向媚俗化*
更严重的是" 凭借技术强势在网
上随意抓取信息" 会面临侵权问
题" 而推送内容后台如果管理不
善"还可能会暴露用户隐私*
要避免智能平台走向创新的
反面"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"加

强对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" 保护
原创者的合法权益-但更重要的"
则是需要平台企业肩负起相应的
社会责任"守住底线.把住红线"
不能任凭技术决定内容" 而要呵
护整个社会的创新价值*
（谭敏 刊今日广州日报 本
报有删节）

带你傲骄带你飞
! ! ! ! 第十七届北京航展上!国产大型客机 !"#" 再次获得 #$% 架
订单" 到目前为止!尚在试飞阶段的 !"#" 客户总数已达 &' 家!
累计订单 '(% 架" 身未动!行已远"

潘高峰
! ! ! ! 交通大整治一年多时间"上海
%电子警察$的功能升级"可能比过
去十年还多*
昨天"又有一套全新功能的%电
子警察$面市"专门拍逆行交通违法的
非机动车* 从拍汽车到拍骑车"一字
之差"这一步的跨越并不简单* 这其
中有科技的进步"也有理念的变化*
来看看%电子警察$拍非机动
车违法的原理就知道" 它可不仅仅
是拍下违法行为和车牌号即可* 由
于种种原因" 上海的非机动车车牌
管理比较混乱" 要用拍摄车牌的方
式进行违法管理"本身存在障碍* 此
前"在市党代会上"就有代表提出能
否也用%电子警察$管行人和非机动
车" 当时来自公安的代表就表示不
太可行* 现在"交警的科技部门独辟
蹊径"通过高科技手段"利用逐渐成
熟的人脸比对技术" 将拍下的违法
人与数据库比对"确认其身份后"由
属地交警通知其处理违法"可以说
是开了%脑洞$*
但想到和做到之间"其实还有
不小的距离* 据交警部门统计"从
& 月底投入试点" 迄今抓拍了 -$
多起非机动车逆行违法"其中 , 人
经警方通知后处理了违法* 这说
明"不处理者还是大多数"虽然交
警试图通过公示的形式"督促更多
人处理"但效果如何"还有待观察*
这其实还是回到了事情的最
初, 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发现易"
查处难"执法成本高企"部分交警
有畏难情绪*
随着交通大整治的开展"开车
人已经越来越守规矩"但行人和非
机动车违法还是面广量大"难管难
罚* 这既是现阶段交通整治的重
点"也是难啃的骨头* 几个月前"我
随警采访交警街头执法"曾看到不
少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* 最搞笑的
是"竟有一个交警和违法耍赖的大
妈私下商量,你先把钱给我"接受
处罚"让记者拍一下"然后我把钱
还给你* 这简直让人大跌眼镜* 从
中也能看出一线交警的无奈*
现在"抓拍行人和非机动车违
法的%电子警察$有了"但这只是第
一步* 法律的尊严的重塑"贯穿于
每一次公平公正的执法始终* %电
子警察$只是给出了确凿证据的辅
助" 真正要让每个违法者认法认
罚"还是要靠执法者动真格*

推广!新零售" 勿忘老顾客
文 澜
是不断提高消费者对新技术的接
受程度*
从定义上来看"新零售的关键
在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"主张从
生产端转向销售端"用匠心打造真
正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"包括通
过大数据预测消费趋势"%帮$消费
者把购物车装满- 借助高科技手
段"把传统意义上的%买买买$"变
成一场舒心的消费体验等等*
虽然新零售的概念炒得如火
如荼"可这场技术推动下的消费方
式转变"却可能走得太快"把一部
分老顾客忘在了身后*
说一段 笔 者 的 亲 身 经 历 吧 "
我家附近有一家连锁超市" 规模
不小"生鲜产品种类繁多.价格实

惠"备受老年顾客的青睐* 每天八
点开门迎客" 正是蔬菜最新鲜的
时候" 超市里挤 满 了 老 年 顾 客 *
可超市偏偏在早 晨 客 流 量最大
的时候"推广%无现金支付$"原本
就缩减得没剩几个的收银柜台"
只留下一个接受现金支付" 这让
老年顾客不知所措" 浪费时间排
了半天的队"最后还要重新排过*
从超市的初衷来看"是想要提高购
物结账的效率" 结果却是适得其
反" 不但加剧了消费者的负担"还
让不少顾客怨声载道*
不容否认"近年来很多并非源
自我国的技术创新"都在推广应用
的过程成了世界范围内成功的例
子"尤其是以高铁.网购.支付宝.

共享单车为代表的新四大发明* 但
零售行业与人们柴米油盐的日常
消费息息相关"是每个人都离不开
的生活方式"在这一点上"技术推
陈出新的前提必须是照顾到各年
龄层的用户体验" 不能跑得太快"
把一部分老顾客丢下了车*
技术的进步. 商业的成功"也
应当伴随着人性的关怀与温暖* 这
几天我看过一则视频"一位在某支
付软件公司担任交互设计师的姑
娘"借助自己甜美的声音"为软件录
制音频提醒" 帮助视障人士和街边
的摊贩更好地享受技术给生活带来
的便利* 两相对比"有些商家在进行
模式推广的时候" 也应该多些人性
的温暖"少些技术的冷冰冰*

